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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急售五中南兴隆路

门面房上下四间107平
方米，大市房产证，低于
市场价，看房后面议。

电话：13903778482
△中建小区，7楼，3

室2厅，110平方米，14
小13中附近，25万。

电话：15672778787
△急售春泉中心城58

平方米，首付15万，可贷
款，经典户型一室一厅。

电话：18738797168

售 房
△范蠡路明山路银

度家园 31楼 160平方
米 68万，简单装修，另
有车位出售。

电话：18637767188
15503777707

△建设路宇信凯旋城
临商场二楼旺铺出售，
三间共 198.09平方米，
已签长期租赁合同，即
买即收益，价面议。

电话：18237749316

售 房
△新华城市广场 D

栋写字楼 115平方米，
租约中，有证急售。

电话：13781788855
△全河景房，上城水

岸，162平方米，精装
修，有证，送车位。

电话：13333658899
△人民路南航对面电

业局小区110平方米，3
室2厅5楼，双气入户。

电话：15703772251

售 房
△南航富达小区3室

2厅134平方米56万，简
装修，可商贷公积金。

电话：13525106264
△4室电梯现房168平

方米毛坯有证，建业森林
半岛。可商贷公积金。

电话：18937736010
△精装电梯现房，2

室73平方米，楼层好市
政供暖。

电话：15716633186

售 房
△白河南伏牛路，木

兰家纺对面，有单元房
出售和出租。

电话：15938823877
13837790966

△盛世龙源141平方
米，精装，86万。13中
北 校 区 旁 月 新 苑 144
平方米，带暖气79万。

电话：18538953860
△工业路卧龙路交

叉口兴达卧龙苑复式
楼 235平方米，22中附
近，价面议。

电话：13303770056
△玉龙苑电梯现房，大

4室170平方米精装，市
政供暖，可商贷公积金。

电话：15236009203

售 房
△独山大道现房，两

室 103.5平方米毛坯，
楼层好可观河景，包更
名后期，55万全款。

电话：18637762282
△3楼三室 112平方

米简装首付低，7小 3
中 ，仲 景 路 单 位 家 属
院，可商贷公积金。

电话：18736001435
△三川御锦台大市证大

三房146平方米，首付35
万，黄金楼层高端住宅。
电话：17326278800
△建设路与工业路

口 128平 方 米 售 44.5
万，南新路口赵营 140
平方米售23.5万。

电话：13639671980

出售杨官营自建房
临近三馆一院、长江

路，交通便利，两层230平
方米满盖，2010年建毛
坯，村电户已建，价面议。

电话：18737772828

写字楼招租
仲景路中段锦海之

星酒店现有部分写字楼
对外出租。另，售恒方
广场公寓一套。

电话：13203779998

门面出租
工业南路临街门面

1060平方米，上下两层，
房东亲租，无转让费，整
租分租均可，租金面议。

电话：13949315156

死海，全球海拔最低湖泊，
大自然赐予神奇浮力，促成“死
海不死”神奇，再加上丰富的矿
物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然
而，水位每年平均下降大约 1.2
米，水面缩减超过 1/3，6500多
个天坑散落各处，现实致使“死
海将死”俨然成为一种预言。

管理不善、过度开发、气候
变化、水源不足，诸多因素令前
景堪忧。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近期报
告，死海水位下降速度“令人震
惊”，现在每年平均 1.2米左右，
过去 40年间，累计下降大约 30
米。水位下降，原来有水处形成
盐块；盐块在地下水冲刷下消
失，地表显现窟窿，即天坑；天坑
会崩塌，构成危险。伴随湖面不
断缩减，天坑逐渐增加。20世
纪 80年代，死海出现第一批天
坑；随后，天坑数量持续上升，如
今6500多个。中东生态和平组
织提供的资料显示，死海水面面
积迄今已经减少超过三分之
一。一种极端预测是：死海可能
2050年干涸。

死海环境恶化开始于20世
纪60年代。

持续缺水，促使以色列和约
旦等国以修建大坝方式截流约
旦河，用于灌溉，而约旦河是流
向死海的最主要水源。中东生

态和平组织的数据表明，约旦河
流入死海的水量目前为每年
5000万至 1亿立方米，而截流
约旦河以前为 13亿立方米；死
海每年水量赤字 8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原本汇入死海的约旦
河河水，超过 90%遭截流，致使
死海持续处于严重“入不敷出”
状态。

环保部首席科学家内塔尼
亚胡认定，全球气候变化是导致
死海“萎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

一系列经济活动打破了“微妙的
自然平衡”，造成灾难性影响和
后果。

至于应对措施，用以摆脱死
海所陷困境，她说:“如果没有水
源补充死海，我们看不到解决方
案，这是问题症结。”他建议，可
以部分恢复约旦河下游流入死
海的水源，同时对使用死海水资
源的企业征税，鼓励借助水消耗
量更少的工艺提取死海矿物
质。⑥5 据新华社

还剩32年“寿命”？死海将死
水面迄今缩减超过三分之一，水位每年平均下降大约1.2米

土耳其一架私人飞机
11日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返回土耳其，途中坠毁在伊
朗山区，11人悉数遇难，其
中8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
全部为女性。

土耳其媒体报道，遇难
乘客是一名土耳其富商之
女及其7名伴娘，而准新娘
原本打算在迪拜开完“告别
单身派对”后回国办婚礼。

伊朗官方电视台报道，
坠机地点位于伊朗首都德
黑兰以南370公里的沙赫
尔库尔德附近山区，当时下
着大雨，飞机撞上山头。

伊朗紧急事务部门发
言人穆杰塔巴�哈立迪说，
当地村民爬上山后发现飞
机残骸和死者遗体，确定没
有人生还。

按照土耳其媒体的说
法，8名遇难乘客是米娜和
她的7名闺蜜。这些朋友
原本想在迪拜开完告别单

身派对后，回国为米娜婚礼
做伴娘。

巴沙兰本人及其企业
没有证实这一消息。伊朗
方面说，由于遇难者遗体焚
毁严重，需要做脱氧核糖核
酸(DNA)检验才能确认身
份。

现年28岁的米娜3天
前在社交媒体上传自己在
机场和私人飞机里拍摄的
照片。照片中，她身穿一件
写有“新娘”字样的牛仔外
套，话题标签是“在一起真
好”。两天后，她再次上传
照片和视频，显示她与7名
女性朋友在迪拜度假酒店
和夜店玩乐，标签是“米娜
的告别单身派对”。

三名机组人员中，包含
两名女飞行员，其中一人是
土耳其首批女飞行员之一、
曾驾驶军机，另一人曾供职
于土耳其航空公司。⑥5

据《北京晚报》

土私人飞机坠毁
名媛闺蜜团殒命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11日播出的一部纪录片
中说，他曾下令击落一架涉嫌
恐怖袭击的客机，幸好最终证
实所谓恐袭信息有误，命令没
有执行。

路透社报道，纪录片名为
《普京》，时长两小时，当天开始在
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播放。普京在
片中告诉俄知名电视主播安德
烈�孔德拉绍夫，俄罗斯索契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2014年2月7日
开幕前不久，冬奥会安保主管官

员打来电话，报告说：“一架从乌
克兰飞往土耳其的客机被劫持，
劫机分子要求降落在索契。”

这架土耳其珀加索斯航空公
司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原定
从乌克兰哈尔科夫市飞往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市。机长报告，一名
乘客携带炸弹，客机被迫改飞索
契。客机共110名乘客。冬奥会
开幕式现场观众超过4万人。

普京说，他征询安全部门
官员意见，获知在当时情境下，
应急方案是击落客机。“我告诉

他们：那就按方案做。”
普京当时已与国际奥委会

官员抵达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数分钟后，普京再次接到电话，
得知信息有误。一名醉酒乘客
谎称有炸弹，虚惊一场。那架
客机将继续飞往土耳其。

普京在纪录片中披露，他
的祖父斯皮里东�普京曾先后
充任苏联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的主厨，
在斯大林时期广受尊敬。⑥5

据新华社

乘客醉酒谎称有炸弹

普京曾下令击落“涉恐”客机

米娜和女友的合影


